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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数字货币破茧还要多久AirPods会是苹果下一个爆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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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亿融资

自救是目前WeWork的唯一主题，当地

时间周二，终于有了关于WeWork的好消息。

在高盛的牵头下，WeWork获得了17.5亿美

元的新融资。据悉，此轮融资将以信贷额度的

方式提供给WeWork。

“我们很高兴WeWork、软银集团与高盛

签署了承诺书，”WeWork发言人艾琳·克拉

克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根据新贷款协

议，WeWork不会被要求进行任何现金抵

押。”此外，艾琳·克拉克还表示，WeWork和

软银集团分别是高级担保和无担保贷款的共

同债务人。

当然，这笔钱并非高盛大发慈悲，还是源

于WeWork最大“金主”软银的规划。今年10

月22日，WeWork宣布与软银集团达成救助

协议。根据救助协议，软银将获得WeWork

80%的股份以及控制权，相应的，WeWork也

将成为软银的关联公司，软银要付出的是提

供总计9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就包括50亿美

元的新融资。

高盛牵头的这一轮融资正是软银承诺为

WeWork筹集50亿美元债务融资的第一步。

除了融资之外，软银目前已经实施的债务融

资救助计划还包括11亿美元的有限担保债券

及22亿美元的无担保债券。

这对于目前的WeWork而言，无疑是一

笔救命钱。从年初的470亿美元到之后的250

亿美元，WeWork的估值直线下滑。2019年三

季度的财报显示，WeWork的亏损金额达到

12.5亿美元，超过去年同期亏损额的两倍。而

本次高盛提供的信贷额度到账之后，将取代

WeWork总额为11亿美元的现有额度，将能

够释放出WeWork现有信用证中用作抵押的

现金，提高WeWork的现金周转能力。

这样的烂摊子下，投资者们的担忧不绝

于耳。因此为了让WeWork能顺利获得融资，

软银不得不豁了出去。此前就有知情人士透

露，WeWork正在联系多家银行，以了解它们

对参与WeWork救助计划的兴趣，目标是让

资金在年底前到位。而为了让这些银行更加

放心，正如上述WeWork发言人所言，软银自

己也会被列为借款方，而WeWork则为共同

借款方。

断臂自救

软银正想尽办法为WeWork筹钱，We-

Work自己也没闲着，对自己痛下狠手。在所

有的节省开支的措施中，裁员可能是最直接

的，因为大量的运营资金可以就此省下。“如

果我要被解雇，可能就在下周”，在社交平台

上，WeWork的一名员工早就知晓了被裁员

的命运。

根据此前CNBC等多家美国媒体的说法，

WeWork计划裁撤超过4000名员工，以应对

公司扩张带来的巨幅亏损，约占全球员工总

数14000人的30%。事实上，在今年11月，

WeWork董事长马塞洛·克劳尔就在发给员

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鉴于公司的财务

状况，裁员是“必要的”，这将“提高效率，也会

增加责任”。

裁员之外，缩减公司业务也是重要措施

之一。WeWork日前证实，该公司正在对全球

约100份大楼租赁交易进行评估，约占We-

Work全球租赁总量的10%-15%，但不清楚

WeWork最终会撤销多少交易。WeWork方

面表示，为获得盈利性增长，公司将会对全球

运营和资产进行深入评估，租赁评估只是其

中一部分。

当WeWork自身难保之时，此前收购的

初创公司们也无疑躺在了WeWork的变卖名

单上。8个月前，WeWork以2.2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办公管理平台ManagedbyQ；8个月

后，包括ManagedbyQ联合创始人兼前董事

长丹·特兰在内的一群投资者和高管，正试图

从WeWork手中回购该业务。WeWork也乐

见其成，试图促成出售协议。

ManagedbyQ的出售协议还在商议中，

但Spacious和内容营销平台Conducto已经

被WeWork舍弃了。前两天，WeWork刚刚宣

布关闭Spacious，后者被其以4250万美元收

购。与此同时，Conductor的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及投资者从WeWork

手中回购了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3月被

WeWork收购，价格是1.136亿美元。

从WeWork目前的境况来看，卖卖卖是

无奈也是必然。根据WeWork今年8月公布的

招股书，今年上半年，WeWork的亏损额为9

亿美元，而长期租赁债务则为179亿美元。针

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WeWork

中国区媒体联络中心，对方表示，该项信贷仍

在筹建银团，预计将于2020年1月完成。

翻身有多难

“当他们招聘我们时，一切说法都是‘我

们将帮助你找到你的超能力，WeWork不仅

仅是工作。’”一名WeWork前员工道出了这

家独角兽巨头曾经的美好愿景。

高楼已塌，要想重建高楼并非易事。对于

WeWork而言，首要的就是外界对于共享办

公模式的质疑。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教

授、地产学专家帕维尔·克里文科曾表示，经

济的景气程度对WeWork的实际运营影响很

大，“因为他们已经与地产所有者签下租约，

这部分租约数额超过他们与企业客户签署的

租约。因此他们要支付的租金必定超过企业

客户要支付给他们的租金。由于经济不景气，

客户需求会降低。他们仍然需要付租金，但未

必有足够的客户”。

连年的亏损也足以说明，目前WeWork

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今年10月底，国

际咨询公司AArete通过计算指出，以We-

Work现在的运营模式，其每获得1美元收入，

就要花费1.09美元。如果按此趋势发展，除非

迅速实施大幅削减成本的措施，否则We-

Work可能会在约10个月内耗尽从软银集团

获得的总计95亿美元救援资金。

商业模式之外，WeWork最被诟病的

问题还在于内部管理的混乱。WeWork创

始人诺依曼及家人在公司董事会掌控力过

大。福布斯、《财富》杂志、《华尔街日报》等

多家媒体都曾指出，WeWork企业管理和

资金流动中存在操作不规范和不合理异

动，比如诺依曼本人是公司房东，诺伊曼的

妻子担任教育业务线的首席执行官兼继任

委员会委员等。

而WeWork一直倚赖的软银也陷入了泥

菩萨过江的境地之中。就在前两天，日本最大

两家银行集团的高管们表示，对于孙正义管

理软银1000亿美元“愿景基金”的模式感到不

满。原因正是孙正义对于执意救助WeWork

的计划。

好在现在WeWork也知错就改，把诺伊

曼逐出了公司，诺伊曼的妻子也不再担任继

任委员会三名成员之一。不过诺伊曼离职时

拿到的12亿美元的补偿仍引发了众怒。

私募股权公司PatriarchOrganization

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希弗表示：“这真是令

人发指。我认为任何超过一美元的资金都超

过了他们所需要支付的。”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越

来越引发人们关注，不仅让很多中央银行开

始重视数字货币的研发、应用和监管前景，

更吸引不少央行主动加入到数字货币研发

队伍中。多方研究显示，全球多家央行已在

数字货币研发上取得进展，“央行数字货币”

或将在不久的未来破茧而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日前发布研究报告

说，目前已有诸多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研

发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或有意发行“央行数字

货币”，包括法国、瑞典、沙特、泰国、土耳其、

巴哈马、巴巴多斯、乌拉圭等。

此外，素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

算银行上月任命即将卸任欧洲央行执行委

员会委员的伯努瓦·克雷担任国际清算银行

创新中心负责人，主持该机构数字货币研发

工作。

美国IBM公司和英国智库“官方货币与

金融机构论坛”对全球23家央行开展的调查

显示，诸多央行正认真考虑研究和发行“央

行数字货币”，可由消费者使用的“央行数字

货币”或将在未来五年内面世。

尽管踏上“央行数字货币”赛道的研发

者众多，最受关注的则是欧洲和中国。据路

透社报道，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已提出一份

文件草案，建议欧洲央行和欧盟国家央行采

取具体措施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和发

行。此前，法国央行已宣布将于2020年一季

度启动数字货币项目，并敦促欧洲央行尽快

发行数字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中国

央行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目前取

得了积极进展。人民银行把数字货币和电子

支付工具结合起来，将推出一揽子计划，目

标是替代一部分现金。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在区块链技

术支持下，“央行数字货币”比各国中央银行

发行的纸币和硬币更难伪造。且与其他数字

货币的分布式记账不同，“央行数字货币”将

存在一个由央行集中管理的总账，从而使得

央行具有追踪支付的能力，能够满足制止洗

钱和反恐融资的要求，也便于政府机构打击

逃税和贿赂等犯罪活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欧洲央行新

任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央行数字货

币”可以满足诸如普惠金融、安全和消费者

保护之类的公共政策目标，也能够满足保护

支付隐私的要求。

不过，相比多国央行在研发“央行数字

货币”上的积极作为，手握美元发行大权的

美联储对“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兴趣寥寥，更

显顾虑重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今

年早些时候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主权数字

货币的发行，但他并没有“积极考虑”此事。

美国国会、财政部及其他监管机构近年

来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也更趋严厉，来自政界

的压力一度让脸书公司今年公布的数字货

币计划遭受不小挫折，此前宣布加入该计划

的威士信用卡、万事达卡公司、亿贝公司等

知名机构现已宣布退出。

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此

前在美国国会出席听证时表示，若美国企业

不去建设全球性数字货币，美国的主导地位

将受到威胁。不少美国财经界人士也日益担

忧，美国恐怕难以在新一轮数字货币竞争中

取得先机。

对于美国为何在数字货币上踟蹰不前，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一语点破：数字货

币可能“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霸权”。

据新华社

当17.5亿美元的新融资到账之后，WeWork的求生之路终于有了一丝曙光。估值暴跌之后，WeWork的坏消息接二连三，从换
CEO到裁员再到卖资产，WeWork也从神话沦为了笑话，就连背后的“大东家”软银也被连累。虽然救命钱已经到手了，但对于We-

Work而言，要想真正翻身，更重要的或许应该在商业模式和管理制度上多下功夫。

亏
损

“真香”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这话放在AirPodsPro上，也是一样。两个

月前，AirPodsPro一经发布，豌豆射手一

样的造型、堪称缴纳智商税一样的价格等

吐槽铺天盖地，然而“两个月河东，两个月

河西”，专卖店里、网上商店和零售门店几

乎全部售罄。惊讶之余，一个疑问浮出水

面，AirPods之于库克，会像当初的iPhone

之于乔布斯吗？

在眼下的假日购物季中，AirPodsPro

成了实打实的赢家。当地时间17日，CNBC

的报道称，苹果最新款的蓝牙降噪耳机

AirPodsPro自10月推出后便销售火爆，

在假期到来之前，AirPodsPro几乎已经在

所有网店上销售一空，而在11月，AirPods

Pro便已经在苹果的实体店登记缺货。那时

候，订购这款产品的用户就已经要等到圣

诞节过后才能拿货，但当时AirPodsPro在

网上还有库存，塔吉特、沃尔玛和百思买等

其他许多零售商的门店里也有库存。

但现在，AirPodsPro显然已经卖脱销

了。现在，想要买到AirPodsPro的最好方

式可能就是去eBay，不少人正在出售Air-

Pods Pro，但像是“黄牛”一般，AirPods

Pro的价格通常要比正常价格高出至少

100美元，每副售价大约350美元，而且还

要提防买到假货的风险。eBay最初是一个

拍卖网站，日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像亚马逊

一样的在线交易平台，一度被人称为美国

版“闲鱼”。

美国市场已经售罄，中国市场也差不

多。在苹果的官网上，售价1999元的Air-

PodsPro的预计发货时间已经达到了4

周，天猫的AppleStore官方旗舰店上，

AirPodsPro的购买处也标明，付款后31

天内发货。

“AirPodsPro是黑色星期五和假日季

的明日之星。”上个月，韦德布什证券公司

分析师DanIves就曾如此预测，按照他的

说法，苹果将在2019年出货6500万副Air-

Pods，到2020年可能会出货8500万-9000

万副，该数字包括了更便宜的常规Air-

Pods型号。这样的情景与AirPods刚刚诞

生时候的情景完全不同，那时候人们更多

觉得荒谬，一副小小的无线蓝牙耳机何以

卖到如此高的价格？

数据证实了AirPods的潜力。10月末，

苹果公布了2019财年第四财季业绩报告，

数据显示，苹果当季营收640.4亿美元，同

比增长2%；净利润136.86亿美元，同比下

降3%。iPhone营收下滑已经成为老生常

谈，发力服务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相比起

来，可穿戴设备成了最大的亮点。数据显

示，当季苹果可穿戴设备营收同比增长

54%至65.2亿美元，相比起来，服务方面营

收同比增长26%，iPad同比增长10.8%。可

穿戴设备中便包含了AppleWatch和

AirPods等设备。

在iPhone式微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

苹果似乎终于找到了下一个增长点。在过

去库克领导苹果的这段时间，iPhone越来

越没有创新的指责始终不断，上个月，已经

在苹果任职27年的首席设计师乔尼·伊夫

的离职更说明了这一点，原因在于，2014

年，伊夫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若苹果停止

创新，他就离开。苹果公布了伊夫离职的消

息后，苹果股价盘后跌逾1%，市值直接损

失达90亿美元。

巧的是，近日，库克刚刚正面回答了这

个问题。在泰国接受媒体采访时，库克回应

称，创新是苹果的基因，正是靠着这个基因

他们才越来越强大。而在举例中，库克也不

忘强调AirPods，称这款耳机暴风般地席卷

市场，此外，他们还发布了电视、游戏等新

服务，库克称，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AirPods给苹果带来了希望。今年初，

正是苹果的灰暗时刻，不再对外公布i-

Phone销量、正式调低第一财季营收预期、

要求各渠道商大幅降低部分iPhone价格、

大中华区营收不理想……坏消息一个接着

一个，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苹果似乎

正在逐渐走出泥潭。财报回暖，服务业务涨

势喜人，再加上AirPods的火爆，库克似乎

终于能给乔布斯一个交代了。

然而总有些问题是苹果始终要面对

的。近日，分析师NehalChokshi还在致客

户的报告中写道：调查数据显示，iPhone

用户流失数量攀升，令人担忧，从安装用户

群来看，流失率从5%上升到了9%，而流入

率是7%，低于2017年调查得到的13%。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营
收

2019年三季度 9.34亿美元

2018年三季度 4.82亿美元

12.5亿美元 2019年三季度

4.97亿美元 2018年三季度

增加网点
97个

6月底时，WeWork有办公室网点528个

9月底增加到625个

20亿
美元

截至三季度结束时，WeWork有20亿美元现金

6亿美元来自亚洲的三家分公司

45亿
美元

软银2019财年第二财季

WeWork导致软银资产减记4977亿日元（约45亿美元）

苹果将在 2019年出货 6500万副
AirPods， 到2020年可能会出货8500万
-9000万副， 该数字包括了更便宜的常
规AirPods型号。

6500万副

WeWork


